
各位校领导、
老师，以及一直关
注支持华夏的新老
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时隔两年终于

迎来了与大家面对
面的机会，此刻真
是感慨万千！记得
我第一次作为分校老师和义工参加年会
的时候，站在这里的是王坚总校长，后
来是长春总校长、王宏总校长、潘仁南
代总校长，回首这十年的华夏之路，特
别是这两年华夏经历的艰难时刻，“初
心如磐，笃行致远”这八个字再贴切不
过地反映了我们华夏人的精神和信念！
今天借与大家欢聚一堂的机会向各位领
导、老师和朋友们汇报一下总校团队这
两年来的工作。

去年，《华夏 25 周年庆文集》横
空问世，是我们团队向华夏 25 年来前
赴后继的义工和老师们的献礼。文集
从策划到排版历时三个多月，收集了
近 16 万字的文稿，是由卫亚利、薄英
戡部长担当主编，众多义工协同完成
的，为华夏留下了宝贵的文档资料。
总校新闻部每周编辑的华夏园地和公
众号，已成为领略华夏风貌的云端窗
口，每一期总校公众号主题图和小插
图都经过精心设计，巧妙构思，承载
了义工们的满满心意，各种文稿每一
句话每一个字都经过义工们反复推敲
核查，既保留了原汁原味，又保证了
文稿的质量。孩子们每篇生动有趣的
习作都有他们默默地付出。

总校的运动会及智力运动会历来广
受大家喜爱，但因疫情已连续取消两届，
为了弥补这一空缺，大家集思广益，在
总校体育部部长马宝清的指挥下推出了
跳绳比赛。一经推出就受到分校的热烈
响应，有 14 所分校参加，最好成绩半
分钟达到 126 次，接近国际大赛选手水
平。我们期待智力运动会将在明年五月
份恢复举行，期待重新看见体育部义工
们在各个赛事中奔跑忙碌的矫健身影。

同样受疫情影响严重的是文艺部，
虽然失去了灯光大舞台，他们却开辟了
云上舞台。举办了“旧里遥相望，他乡
亦故乡”的云春晚，在线人数近三百人，
节目精彩纷呈，既解乡思又温暖人心，
晚会结束时，大家久久不愿关屏。期待
今年文艺部在胡克平部长的带领下让华
夏重现群星璀璨！

由外联部部长薄英戡、赵霞牵头推
出的华夏杯绘画大赛是总校目前最火的
赛事，记得第一届比赛有19所分校参加，
收到画作224幅，16天的网络人气奖累
计投票99,568，总校网站访问新增用户
23,000名。今年第二届比赛有20 所分校
参加，已收画作超过300幅，人气投票
昨天已正式启动。而暑假中总校最火的
“亲情中华夏令营”也是由外联部牵头
报名工作，由教学部负责从分校甄选优
秀老师担任班主任，第一年， 举办了7期，
历经105天，跨越13个省、市，18个营，
36位老师，学生累计685 人次；第二年，
复制经典，精选举办了3期十大营20位
资深老师学生累计313人次，报名的火
爆程度远远超出预期。谢谢你们为华夏
的孩子们在疫情中的暑假创造了一抹绚
丽的风景。

培训部是我们去年新成立的部门，
随着网课的急转弯，各分校老师们急需
装备网课技能，培训部部长孙斌带领义
工们在外联部的协助下，两年中推出了
两个培训系列，“网课直通车”和“课
堂实操锦囊”大受老师好评，十次“直
通车系列”培训，着重网课教授技能，
每讲平均在线150人。三次“锦囊系列”
培训，注重线上软件运用，每讲平均在
线75人。除此之外，老师们还记得每隔
两周的周三晚之约吗？去年，我们先后

有八位老师晚上和
大家演示教学课堂，
今天有几位也在我
们中间，谢谢老师
们！

教学部的工作
没有因疫情放慢脚
步或影响水准，保
住并发扬了演讲比

赛，我们采用线上方式，由同学们递交
视频比赛，参赛学生反而更多了，在此
也要感谢三家承办分校的校长和义工们，
樱桃山分校、伯克利分校和 长岛分校，
你们不厌其烦，劳苦功高！另外，由于
无法举办实体的辩论赛，在游牧副总校
长和薄英戡部长的倡导下，教学部和培
训部合力推出了首届文创大赛和知识竞
赛。其中文创大赛酝酿策划周期长，接
轨主流教学模式有8所分校74名学生短
期内递交了19 个优秀作品，我们也尝试
并请了校外专业老师担当评委，今天她
们也来到我们中间，孟丽萍、刘玥、王
旭萍老师，欢迎你们！知识竞赛是应分
校要求应运而生的网赛，分4-6 年级和
7-10年级两个组别，两年累计参加总校
决赛的选手有348名。除此之外，华夏
也是北美首家尝试居家网考的中文学校，
疫情期间先后举办四次考试，两年累计
通过网考的毕业生为523 人。在去年的
毕业典礼上，感谢王岩梅女士的牵线搭
桥，华夏毕业生受到了新泽西州州长致
函祝贺。

今天线下实地论坛及晚会得以成
功举办，离不开校务部部长朱海晔和公
关部部长薄英戡带领下的义工们的辛苦
付出，他们默默无闻，忙前忙后，从考
察场地、布置场地、调试设备、制作
slideshow等每个细节都精益求精，感谢
他们为晚会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和
丰厚的赞助礼品。也在此感谢负责今天
晚会摄影的摄影师王小克和王剑，你们
辛苦了！

感谢所有到会人员，恕我不能一一
念出你们的名字，但我知道你们有的驱
车远途而来，你们的到会和积极参与，
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尽管这两年来华夏生源受到了疫情
和网考竞争的严重冲击，但华夏人将一
如既往地秉承着前人的足迹，继往开来，
披荆斩棘，乘风破浪，现在请我们历任
总校长及副总校长吕敏伟、王坚、张长春、
潘仁南、李盛京、孙儒林上台，让我们
一起举杯共同祝愿，华夏的明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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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是收获的季节。2021 年
11 月 6 日，华夏中文学校在经历
了近两年的全球性疫情和无数次网
络教学会议和活动后，终于迎来了
今年的实体盛会！本次年会采取了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上午举
办网上教师培训课程，下午在新州
的 APA Hotel Woodbridge 酒店举行
论坛和晚宴。华夏麾下二十所分校
的董事长、校长、教师和教务人员
三百多人次参加了本届年会。 

上午的“云讲座”从不同角度和深度为老师们
带来了新的教学理念和思考。年会组委会从海内外
特别邀请了四位重量级讲员，他们分别是耶鲁大学
的李戎真教授；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
郑艳群教授；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高级讲
师、中文部副主任史中琦老师；夏威夷大学东亚语
文系王海丹副教授。 

李戎真教授为我们带来了“疫情后，如何让
中文教学与时俱进”的思考与见解；郑艳群教授
阐述了“如何促进中文教学改革创新的混合新模
式”的理念；史中琦老师分享了“线上线下，何
去何从 --- 后疫情时代的汉语课程与汉语老师”
的新教学模式；王海丹教授对“有效的华校中文
教育的宗旨、理念与策略”做了详细的阐述。几
位教授都不谋而合地就个性化教育提出了自己独
到的见解，从华裔孩子的文化认同，到对学生各
自学习特征和能力不同视角的考量，分享了他们
生动有趣的教学方式，让参与讲座的老师们大开
眼界。每个线上讲座都吸引了百余位老师的参与，

可见这些课题对老师们的吸引力。 
秋风起，落叶舞，寒冷丝毫未阻挡老师们的

热情。下午的实体会场宾朋满座，各分校的校长、
董事长和教务长及骨干教师分别参加了校长董事长
论坛和教学管理论坛。年会还特别邀请了哥伦比亚
大学的高级讲师闫玲老师与大家面对面分享了她对 
“远程教学与课堂教学的互鉴与互补”的理解和认
识，为后疫情时代的教学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启发。
与会的华夏骨干们探讨了学校经营、教学管理中的
经验和体会，大家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气氛热烈，
充分体现了华夏人对于海外华文教育事业持久发展
的热情。会后，大家纷纷表示获益匪浅，增强了今
后继续办好中文学校信心，进一步巩固华夏作为海
外中文教育机构中领军者的定位。 

在晚宴开幕仪式上，华夏中文学校副总校长游
牧宣读了中国驻纽约总领事
馆特地发来的贺信，预祝本
届年会圆满成功，谱写华文
教育新篇章。总校长张凉女
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
她诚挚地感谢了到会嘉宾
及对本届年会给予大力支
持的企业界人士。她还回
顾了过去两年华夏中文学
校各个部门举办的重大活
动，如：近 16 万字的《25
周年庆文集》、线上跳绳
比赛、华夏杯绘画大赛、华夏杯文创大赛、华夏杯
网上知识竞赛、朗诵演讲比赛、网络春晚、亲情中
华网上夏令营等。这些活动大都是首次大胆创新，

得到了家长的好评和孩子们的广泛喜爱。 
本届年会颁发了四个奖项。刘宏杰董事长为

13 位义工颁发了总统义工奖；胡克平副总校长和
薄英戡部长为 27 位义工颁发了总校义工奖；张凉
总校长和游牧副总校长分别为 29 位教师颁发了总
校与分校优秀园丁奖。这些奖项的设立对义工和老
师们迎难而上的精神给予了极大地鼓励和肯定。 

云端聚首学习，云下举杯共舞！为感谢华夏教
师和义工的辛苦付出，年会组委会不仅准备了美味
的晚宴，还预备了精彩的节目。总校义工团队的《梦
想》诗朗诵、优秀园丁们的歌曲《奉献》、现场配
音表演、相声《新闻联播》、藏舞《玛尼情歌》、
脱口秀《学中文》、小提琴吉他合奏《这世界那么
多人》等节目充分展现了老师的才艺，表达了义工
们的心声。“华夏人，华夏情”是大家挥之不去的
情节。节目中穿插了很多抽奖游戏，奖品琳琅满目，
有 AAF 提供的礼品、洋河系列名酒、和乐公司的大
礼篮、Hmart 的礼品券、纽约总领馆赠送的中国结
等五十多项奖品，参会者惊喜连连，满载而归。最后，

在总校团队《同一首歌》的动人歌
声和美妙旋律下，大家纷纷起立，
加入大合唱，现场气氛达到了高潮。 

疫情虽然阻挡了我们的脚步，
但阻挡不了我们办好中文教育，传
承华夏文明的初心。后疫情时代虽
然困难重重，但我们华夏人始终坚
信“初心如磐，笃行致远”！

年会组委会成员：游牧 胡克平 
薄英戡 赵昀 王虹 孙斌 何燕 曹作军 
杨剑虹 唐晓铨 赵霞 卫亚利 朱海晔 

许恺 杨森 马宝清 张凉  
年会摄影：王剑 王小克

初心如磐  笃行致远
华夏中文学校 2021 教师培训及学校管理研讨年会顺利召开 

华夏中文学校新闻部 林芳 教学部 杨剑虹 

华夏的明天会更好
华夏中文学校总校长张凉女士年会致辞

特别鸣谢
金牌赞助：HAITOU GLOBAL
 American Advanced Financial
 新州中国日主席林洁辉 

奖品赞助：和乐公司 Well Luck Co.,Inc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铜牌赞助：美东超市 H-Mart

总校优秀园丁奖

总校义工合影

总校长 张凉

分校优秀园丁奖

华夏历任总校团队嘉宾

评委嘉宾

AAF 赞助同一首歌

晚会现场晚会现场

晚会现场

晚会现场

晚会主持刘又玲女士

玛尼情歌集体舞 诗朗诵 -《梦想》

“和乐公司”提供抽奖礼品


